
春运抢票即将开始
这些新变化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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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要求政府部门迅速制定方案

促成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相关链接

遗失声明
珠海市韵唐淑影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湾仔帆轩建筑材料商

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品质涮坊海鲜火

锅餐厅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章
号 92440400MA4UHYFC00）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荟珍笼餐厅遗失

公 章 、发 票 专 用 章（章 号
92440400MA4UPTT01N）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宇强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章号91440400MA4W7
W228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和畅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禅城区置地集团公司

（原佛山城区置地实业总公司）不
慎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
件（编号：西区建 94-007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西
区93-175号）及附件：（1）建设
用地审批表、（2）用地红线图原
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坚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4000004065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坚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吉大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400000408313，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坚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南山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40000040832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坚海装饰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00003974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龚丽鹏遗失珠海市斗门区白

藤湖腾达一路188号白藤湖公馆

（推广名：观湖半岛）3栋602房购
房发票的发票联和办证联，发票
代码 ：244041509990，发票号
码：00229693，金额：183287.00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万项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国）税
字440401091770720号，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颖州印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4000003348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大信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
票 代 码 4400164130，号 码
10143820、10143821，现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850001699902，编号：5810-
01962463，声明作废。

岳智遗失出租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号码430502198305294
51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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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北京 1月 2 日电 3
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抢票大赛”
即将拉开帷幕。今年的春运与以
往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每个新
变化里又蕴含着哪些新福利？快
来看看吧！

【购票时间提前至 30 天】
2018年春运期间，网络、电话订
票预售期为30天，车站窗口、代
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28
天。

按照30天的预售期推算，今
年除夕（2 月 15 日）当天的火车
票，将于1月17日起开售，正月
初六（2月21日）的火车票，将于1
月23日起开售。

【积分兑换指定车票】自去年
12月20日起，铁路部门推出“铁
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即购票
乘车累积积分，可兑换铁路部门
指定车次的列车车票。

如购买100元车票，将可获
得100×5＝500的积分。积分
首次累积达到10000分时，即可
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
手机APP或车站设立的会员服
务窗口进行兑换。100积分等价
于1元人民币。

【买车票可以微信支付】自去
年11月23日起，中国铁路客户
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服

务功能上线试运行。持有微信账
户的旅客在12306网站及手机客
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在支付页
面选择“微信支付”进入支付。

同时，关注并绑定“铁路
12306”微信公众号后，购票、退
票及改签等通知信息将通过“铁
路12306”微信公众号发送，列车
运行调整和手机号码核验仍通过
短信发送。

【自主选座】旅客乘车时喜欢
“靠窗”还是“过道”？答案是：可以
自主选择。购票系统支持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如
果剩余车票不能满足需求，系统将
自动分配席位；如不选择座席关
系，系统将自动分配席位。

【连续换乘】出发地和目的地
之间的列车无票，或者没有直接
到达的列车时，该咋办？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
可以使用“接续换乘”功能，查询
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
况。如果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
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网络订餐】除了泡面、火腿
等老牌“旅途伴侣”，去年7月起，
铁路部门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全
国27个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
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通过手
机，不仅可以选订高铁上的盒饭，
还可以选择沿途的社会品牌餐
食，并享受送餐上车服务。这让

“吃货”待遇更升级啦！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 日电
新年伊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
区将迎来2018年首场降雪。中
央气象台预计，2日至4日，我国
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一次大范

围雨雪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江
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雪，其中，
陕鄂豫皖苏等部分地区有暴雪，
局地大暴雪。

瑞雪兆丰年
我国中东部地区迎首场大范围降雪

韩国总统文在寅2日召开
新年首次国务会议，要求政府
部门迅速制定方案，促成朝鲜
参加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当
天向朝鲜提议本月9日在板门
店举行南北高级别会谈。前一
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
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奥会，
朝韩双方可就此举行紧急会
谈。

参加冬奥“拿方案”

文在寅说，希望韩国统一
部和文化体育部快速拿出后续
方案，“迅速恢复南北对话并让
朝鲜代表团得以参加平昌冬奥
会”。

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分
别定于2月9日至25日和3月
9日至18日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
日发表新年贺词，首次表示朝
鲜有意参加冬奥会。他强调，
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朝韩关
系。“我们准备采取多项措施，
包括派出代表团。”金正恩说，

“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可以立
即会晤”。

文在寅表示欢迎，说金正

恩的讲话是“对韩方提议把平昌
冬奥会作为南北关系改善契机的
回应”。

不过，文在寅说，改善韩朝关
系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不可分
割，韩国外交部应与盟友和国际社
会紧密协商，争取双管齐下，同时
促进改善韩朝关系和解决核问题。

“何时何地”都可谈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同一
天向朝方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
行韩朝高级会谈，磋商朝鲜参加
冬奥会等事宜。

“我们希望双方坐下来，开诚
布公地讨论（朝鲜）参赛事宜以及
改善南北关系的方案。”赵明均
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
韩国政府都有意与朝方对话。

赵明均还说，韩朝中断的热
线电话应当立即恢复，“我们提议
双方（在板门店）讨论日程、代表
团构成等会谈细节”。

韩联社报道，这次高级会谈
如能举行，将是韩朝自2015年
12月副部长级会谈以来的第一
次。

韩国去年6月向朝鲜提议对
话，以缓解军事紧张、恢复南北离
散家属团聚，但朝方一直沉默以
对。

推迟军演“未决定”

韩国去年7月向朝鲜提议在

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
行韩朝军事会谈，未获回应。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2日
说，这一提议依然有效，韩方仍
在等待朝方回应。

被问及韩美是否可能“推
迟”原定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举
行的年度大规模联合军事演
习，崔贤洙回答称，韩美“将在
考虑各种因素后作出决定”。

文在寅上月说，为促成朝
鲜参赛，韩国向美国提议“推
迟”原定在冬奥会期间举行的

“关键决断”和“秃鹫”年度联
合军演。朝鲜长期谴责韩美
联合军演是“侵朝战争演习”，
常常用导弹试射回应。双方
相互刺激，致使半岛局势紧
张。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首尔1月2日
电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
2日说，韩国政府当天向朝
鲜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
朝高级别会谈。

赵明均当天在首尔中央
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考虑到还有一个多月
时间就将举行平昌冬奥会，
韩方为协商朝方代表团参赛
等相关问题作出上述提议。

赵明均说，期待韩朝能
坐下来就朝方代表团参加平
昌冬奥会、改善南北关系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开诚布
公的讨论。

赵明均表示，有关举行韩
朝当局会谈的板门店联络渠道
应该尽快实现正常化，并提议
通过这一渠道对会谈议题、代
表团构成等具体问题进行协
商。

关于参加会谈的首席代表
级别，赵明均说，因为提议举行

“高级别会谈”，级别上相对比
较开放，可以通过板门店联络
渠道就此进行协商。

会谈如成功举行，这将是
文在寅上台后首次举行韩朝政
府间会谈，也将是2015年 12
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后的首
次韩朝政府间会谈。

韩国统一部提议
9日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1日称巴基
斯坦反恐不力，暗示将中断对
巴援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胡
拉姆·达斯特吉尔汗当天予以
回应，批评美国是“白眼狼”。

特朗普在新年第一条“推
特”中说，美国过去15年向巴
基斯坦提供 330多亿美元援
助，巴基斯坦却“把我们的领
导人当成傻子……为我们在
阿富汗追捕的恐怖分子提供
庇护，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
助。再也不会这样了”。

巴方当晚召见美国大使
戴维·黑尔，就特朗普这番话
提出抗议。

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

坎·阿巴西定于2日和3日分
别召集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
会，讨论相关形势。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达斯
特吉尔汗同样借助社交媒体平
台“推特”作出回应：“作为美国
反恐盟友，巴基斯坦过去16年
多来向美国开放陆路和空中交
通，提供军事基地和情报合作，
致力于消灭‘基地’恐怖组织，
但美国除了谩骂与怀疑，什么
都没给我们。”

巴方外交部长赫瓦贾·穆
罕默德·阿西夫也在“推特”发
帖，声言巴方将“让世界了解
真相”。巴基斯坦吉奥新闻电
视台援引阿西夫的话报道，美
国因阿富汗战争失利十分沮

丧，“美国应该选择对话的方
式，而不是在阿富汗使用军事
力量”。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
中心南亚事务高级研究员迈克
尔·库格尔曼认为，不应过度解
读特朗普的“推文”，那未必预
示美方对巴政策会发生变化。

美国2001年遭遇“9·11”
恐怖袭击，巴基斯坦加入美国
发起的反恐战争，继而承受恐
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侵害。据
巴方统计，2001年至今，1.7万
名巴基斯坦人因打击恐怖和
极端组织武装人员殉职或因
遭遇恐怖袭击而丧生。但美
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当局多
次就反恐事宜抨击巴基斯坦。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作出回应

巴基斯坦防长怒批美国“白眼狼”

据新华社微特稿 联合国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
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
夫·卡比拉遵守1年前与反对
派达成的协议，辞去总统职务。

根据协议，一旦卡比拉任
期结束、总统选举举行，卡比拉
就应辞职。

法新社1月1日报道，卡比
拉法定任期2016年12月结束，
但总统选举数次延期，引发抗议
和流血冲突。去年11月5日，
刚果（金）选举委员会主席纳安
加宣布，选举定于2018年12月
23日举行。卡比拉将继续留任
直到新一届总统选出为止。

这一决定再次引发抗议和
冲突。德新社援引联合国驻刚
果（金）维和部队消息，5人在去
年12月31日反对卡比拉的示威
中丧生，另有超过120人被捕。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刚果（金）总统

请按约去职

据 美 国“ 枪
支暴力档案”网
站 2018 年 1 月 1
日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2017 年
全美逾 1.5 万人
死于枪口之下，
另有 2.2 万人使
用枪支自杀。

2017年11月
12 日，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萨瑟兰
斯普林斯，一名
女孩摆放鲜花悼
念遇难者。

新华社发

美国2017年逾1.5万人死于枪击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日
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
日否认以色列是伊朗游行示威
背后的一个推手。

内塔尼亚胡在其“脸书”账
号上说，指责以色列牵涉到伊
朗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仅是错
误的，而且是可笑的”。

据以色列媒体1日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一个会议上
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煽动伊朗的
游行示威。

近来，伊朗多个城市发生
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表
达对当前民生状况的不满。
2017年12月30日，抗议活动
蔓延至首都德黑兰。也有不少
民众走上街头，声援政府。

以色列否认是伊朗
游行示威背后推手

这是 1 月 2 日清晨在辽宁省
大连市甘井子区拍摄的月亮。

据天文专家介绍，2018 年 1
月 2 日，“超级月亮”现身天宇。

“超级月亮”就是近点月的望月，
出现在2日10时24分，此时的月
亮“最圆”。

新华社发

“超级月亮”现身天宇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 日电
记者从2日在京召开的2018年
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
2017年9月，我国注册登记的养
老机构已达2.8万余家，养老床
位近700万张。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会上介
绍，同期，全国民办养老机构达到
1.25万余家，同比增长7.8％；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和互助型养老设
施分别达到3.8万家和7.8万家。

黄树贤还介绍，截至2017年

11月底，我国医养结合试点工作
取得较大进展，全国93.4％的养
老院不同形式提供了医疗服务，
提前完成50％的预定目标；养老
院护理型床位占比由2015年低
于30％提升到了46.4％。

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口有2.3亿，占总
人口的16.7％，其中失能、部分失
能老年人约4000万人，占老年人
口的18.3％，空巢老年人占老年
人口的51.3％。

我国注册养老机构超2.8万家
养老床位近700万张


